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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冷水花属湿生冷水花、冷水花、粗齿冷水花植物中木犀草苷和大

波斯菊苷 ２ 种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的方法．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ＺＯ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ϕ４．６ ｍｍ，５ μｍ）色谱柱，以乙腈

－０．２％乙酸水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洗脱，检测波长 ３５０ ｎｍ，流速 ０．８ ｍＬ·ｍｉｎ－１，柱温 ２５ ℃ ．结果木犀草苷和大波

斯菊苷分别在 ２．４８～７９．３６ μｇ·ｍＬ－１、１．６８～５３．７６ μｇ·ｍＬ－１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木犀草苷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０６
％，ＲＳＤ 为 １．１１％；大波斯菊苷平均回收率为 ９９．１８％，ＲＳＤ 为 ０．９８ ％．所建立的冷水花 ＨＰＬＣ 含量测定方法结果

准确可靠，可用于不同品种冷水花植物中木犀草苷和大波斯菊苷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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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花属（Ｐｉｌｅａ）植物共约 ４００ 多种，中国有

８０ 余种，贵州有近 ３０ 种，是贵州苗族常用药材品

种之一，全草入药，具有利湿，清热，退黄的作用，用
于治疗黄疸，肺结核等［１］ ．目前关于该属植物化学

成分研究较少，因此，在化学成分不明确的前提下，
建立冷水花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是鉴别冷水花

真伪及品种的有效手段，但关于冷水花高效液相色

谱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因此，在前期冷水花化学

成分及薄层鉴别研究［２－５］ 的基础上，利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测定了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中木犀草苷和大

波菊苷的含量，为冷水花植物的鉴别、资源调查及

药材的质量控制奠定基础．

１　 仪器与试药

Ａｇｌｉｅｎｔ１２００ 高效液相色谱，包括 ＤＡＤ 检测器

和自动进样器、Ａｇｌｉｅｎｔ 化学工作站（美国安捷伦科

技有限公司）；ＡＬ２０４ 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ＤＺＦ－６０２０ 真空干燥箱（杭
州蓝天化验仪器厂）；ＤＦＹ－２００ 高速万能粉碎机

（温岭市林大机械有限公司）；电热恒温水浴锅（天
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木犀草苷和大波斯菊苷对照品，本课题组自

制，纯度均大于 ９９％（ＨＰＬＣ 归一化法测定）；冷水

花样品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采自贵州省境内，经贵州师

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朱富寿教授鉴定为湿

生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ａｑｕａｒｕｍ Ｄｕｎｎ）、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ｎｏ⁃
ｔａｔｅ Ｃ．Ｈ．Ｗｒｉｇｈｔ）、粗齿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ｓｉｎｏ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Ｃ．
Ｊ．Ｃｈｅｎ）全草．

流动相乙腈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

均为分析纯．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Ｚｏ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

（２５０ ｍｍ×ϕ４．６ ｍｍ，５ μｍ）；流动相：乙腈－０．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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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体积比 １８ ∶ ８２），柱温 ３０ ℃；体积流量 ０．８ ｍＬ ／
ｍｉｎ；检测波长 ３５０ ｎｍ；进样量 １０ μＬ．
２．２　 溶液的制备

２．２．１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１５．５、１０．５
ｍｇ 木犀草苷和大波斯菊苷对照品，置 ５０ ｍＬ 容量

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得到质量浓度

为 ０．３１、０．２１ ｍｇ ／ ｍＬ 的甲醇储备液，置于 ４ ℃ 冰

箱，备用．
２．２．２　 样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阴干后的冷水花

属 ３ 种植物全株，粉碎，过 ０．４４１ ｍｍ 筛，取粉末约

１．０ ｇ，精密称定，置 ５０ ｍＬ 磨口三角瓶中加入 ８０％
甲醇 ２５ ｍＬ，加热回流 ２ ｈ，取出，过滤，回收溶剂，
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２５ ｍＬ，摇匀，作为供试品溶

液．
２．３　 线性关系的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上述储备液

溶液 ０．２、０．４、０．８、１．６、３．２、６．４ ｍＬ，置于 ２５ ｍＬ 容量

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度，得混合对照品溶液，按
“２．１”项下色谱条件精密进样 １０ μＬ 测定峰面积．
以对照品质量浓度（μｇ·ｍＬ－１）为横坐标，峰面积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并进行回归计算，得木犀草

苷的回归方程为：Ｙ ＝ ８２．７４１Ｘ＋１１．５０６，ｒ ＝ ０．９９９ ９，
大波斯菊苷的回归方程为：Ｙ ＝ ４９．３１Ｘ－ ７．５４， ｒ ＝
０．９９９ ８．结果表明木犀草苷、大波斯菊苷分别在

２．４８～７９．３６ μｇ·ｍＬ－１、１．６８ ～ ５３．７６ μｇ·ｍＬ－１范围

内峰面积与样品浓度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２．４　 精密度实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１０
μＬ，在“２．１”项色谱条件下，重复进样 ６ 次，计算木

犀草苷、大波斯菊苷峰面积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０．９％、
１．２％．
２．５　 重复性实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湿生冷水花样

品 ６ 份，按“２．２． ２”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
“２．１”项下色谱条件测定，结果木犀草苷、大波斯菊

苷峰面积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１．１％、１．５％，表明此方法

重复性良好．
２．６　 稳定性实验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１０ μＬ，在
“２．１”项色谱条件下分别于 ０、１、２、４、６、１２、２４ ｈ 进

行测定．供试品中木犀草苷、大波斯菊苷峰面积的

ＲＳＤ 为 ０．８％、１．０％，，表明样品溶液在 ２４ ｈ 内稳

定．
２．７　 加样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定 ６ 份已知木犀草

苷含量为 ０．６０８ ｍｇ·ｇ－１和大波斯菊苷含量为 ０．４１５
ｍｇ·ｇ－１的湿生冷水花样品约 １．０ ｇ，分别精密加入

０．３１ ｍｇ·ｍＬ－１木犀草苷和 ０．２１ ｍｇ·ｍＬ－１大波斯

菊苷对照品储备液各 ２ ｍＬ，按“２．２．２”项下方法制

备样品溶液，按“２．１”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计算回收

率，结果木犀草苷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０６ ％，ＲＳＤ 为

１．１１％；大波斯菊苷平均回收率为 ９９．１８ ％，ＲＳＤ 为

０．９８％．见表 １．

表 １　 木犀草苷和大波斯菊苷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ｎ＝６）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ｔｅｏｌｏ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ｓｉｉｎ（ｎ＝ ６）

成分 ｍ样 ／ ｇ ｍ初 ／ ｍｇ ｍ加 ／ ｍｇ ｍ测 ／ ｍｇ 回收率 ／ ％ 平均回收率 ／ ％ ＲＳＤ ／ ％

（木犀草苷）
（ ｌｕｔｅｏｌｏｓｉｄｅ）

１．００２０ ０．６０９２ ０．６２００ １．２１５６ ９７．８１

９８．０６ １．１１

０．９８９５ ０．６０１６ ０．６２００ １．２０６５ ９７．５６

０．９９５６ ０．６０５３ ０．６２００ １．２０８９ ９７．３５

１．０２５１ ０．６２３２ ０．６２００ １．２４３７ １００．０８

０．９９１２ ０．６０２６ ０．６２００ １．２０４２ ９７．０３

１．００２５ ０．６０９５ ０．６２００ １．２２０３ ９８．５２

大波斯菊苷

（ｃｏｓｍｏｓｉｉｎ）

１．００２０ ０．４１５８ ０．４２００ ０．８２５３ ９７．５０

９９．１８ ０．９８

０．９８９５ ０．４１０６ ０．４２００ ０．８２５１ ９８．６９

０．９９５６ ０．４１３２ ０．４２００ ０．８２９５ ９９．１２

１．０２５１ ０．４２５４ ０．４２００ ０．８４５６ １００．０５

０．９９１２ ０．４１１３ ０．４２００ ０．８３１０ ９９．９３

１．００２５ ０．４１６０ ０．４２００ ０．８３５２ ９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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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称取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

各 ３ 批样品（过 ０．４４１ ｍｍ 筛）１．０ ｇ．按“２．２．２”项下

方法制备样品溶液，按“２．１”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对

照品及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样品色谱图见图 １．冷水

花属 ３ 种植物样品中木犀草苷和大波斯菊苷含量

测定结果见表 ２．

　 　 图 １　 ２ 种黄酮苷混合对照品（Ａ：１：木犀草苷；２：大波斯菊苷）和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样品（Ｂ：湿生冷水花；Ｃ：冷水花；
Ｄ：粗齿冷水花）高效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１ ｉｓ ｌｕｔｅｏｌｏｓｉｄｅ，２ ｉｓ ｃｏｓｍｏｓｉｉｎ ）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Ｂ ｉｓ Ｐｉｌｅａ
ａｑｕａｒｕｍ，Ｃ ｉｓ Ｐｉｌｅａ ｎｏｔａｔｅ，Ｄ ｉｓ Ｐｉｌｅａ ｓｉｎｏ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表 ２　 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样品中的木犀草苷和大波斯

菊苷的含量（ｎ＝３）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ｌｕｔｅｏｌｏ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ｓｉｉ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ｉｌｅａ（ｎ＝ ３） ｗ ／ （ｍｇ·ｇ－１）

成分
Ｐｉｌｅａ

ａｑｕａｒｕｍ
Ｐｉｌｅａ
ｎｏｔａｔａ

Ｐｉｌｅａ
ｓｉｎｏ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ｌｕｔｅｏｌｏｓｉｄｅ ０．６１８ ０．２０４ ０．２９５

ｃｏｓｍｏｓｉｉｎ ０．３２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３

３　 讨　 论

３．１　 指标成分的选择 　 冷水花为荨麻科植物，具
有杀菌、抗炎、镇痛的药理作用［６－７］ ．木犀草苷具有

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和胆固醇的作用，同时能增强毛

细血管通透性作用［８］；大波斯菊苷的苷元芹菜素

具有抗炎症、抗肿瘤、降血压、抗菌抗病毒等作

用［９］ ．本课题组前期发现冷水花中含有木犀草苷和

大波斯菊苷，并具有较好的抗菌活性（另文报道） ．
本研究发现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中均含有木犀草苷

和大波斯菊苷，且含量较大，因此有望作为冷水花

药材质量控制的指标性成分．
３．２　 提取方法的选择　 木犀草苷和大波斯菊苷为

黄酮苷类化合物，在醇中的溶解性较好．因此，在提

取方法的研究中分别考察了用不同浓度的乙醇、甲
醇作为提取溶剂采用超声、加热回流提取，结果发

现甲醇的提取率要高于乙醇，且加热回流的提取率

高于超声的提取率．故最后采用加热回流的提取方

法，分别考察了体积分数为 ５０％、６０％、７０％、８０％、
９０％的甲醇溶液为提取溶剂，结果发现 ８０％的甲醇

溶液提取所得色谱峰分离效果较好，且峰面积最

大．所以供试品以 ８０％的甲醇溶液加热回流提取．
３．３　 色谱条件的优化　 参考文献［１０］的色谱条件

方法，利用 Ｄｉｋｍａ 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ｌ Ｃ１８ 柱，考察了甲醇－
０．２％磷酸（体积比 ４５ ∶ ５５）流动相对色谱峰的影

响，结果发现冷水花和粗齿冷水花中的木犀草苷色

谱峰与杂质峰未能很好地分离且峰型对称性差．之
后分别考察了不同色谱柱的分离效果，发现 Ａｇｉ⁃
ｌｅｎｔ ＺＯ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ϕ４．６ ｍｍ，５ μｍ）色
谱柱对样品的分离效果最好．另外以乙腈－０．２％乙

酸代替甲醇－０．２％磷酸为流动相，流速为 ０．８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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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１，柱温 ２５ ℃ 时能够得到分离度较好的色谱

图；检测波长在 ３５０ ｎｍ 下吸收峰最大．因此，确定

了最佳的色谱条件为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ＺＯ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

（２５０ ｍｍ×ϕ４．６ ｍｍ，５ μｍ）色谱柱，以乙腈－０．２％乙

酸水为流动相进行洗脱，检测波长 ３５０ ｎｍ，流速

０．８ ｍＬ·ｍｉｎ－１，柱温 ２５ ℃ ．
３．４　 冷水花属 ３ 种植物中 ２ 种黄酮苷含量的差异

　 由图 １ 及表 ２ 可知，在湿生冷水花、冷水花、粗齿

冷水花 ３ 种冷水花属植物中湿生冷水花中木犀草

苷和大波斯菊苷的含量均最大，两者的总含量分别

为冷水花和粗齿冷水花的近 ３ 倍．木犀草苷含量由

高到低的顺序为湿生冷水花＞粗齿冷水花＞冷水

花，大波斯菊苷含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为湿生冷水花

＞冷水花＞粗齿冷水花．由测定结果可推测湿生冷水

花的药理作用更优于冷水花和粗齿冷水花，外加湿

生冷水花的资源较后两者丰富，因此可考虑用湿生

冷水花代替冷水花应用于治疗黄疸、肺结核等疾

病，进而深层次开发湿生冷水花乃至冷水花属植物

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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